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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計畫緣起 

近年來，中央及地方政府積極於屏東地區推動多項重大建設計畫，

例如「臺鐵高雄—屏東潮州捷運化建設計畫」—修正計畫（全線暨屏北

高架化）—除透過臺鐵捷運化增加班次、縮短通勤與行車時間、便利乘

客轉乘高鐵外，同時將消除沿線平交道並新建屏東高架車站，以促進土

地有效利用及縫合鐵路兩側空間發展；萬年溪都會型河川復育與整治計

畫—藉由截流污水、引進清水、活化水岸環境，創造都市河川新氣象並

提昇居民生活品質；另包括臺糖土地再開發、屏東縣演藝廳－族群演藝

中心（機九）興建計畫等，皆促使屏東市未來朝向以居住、工作、休閒

為主軸之高品質生活空間發展。 

本計畫區扼居屏東市重要門戶位置，且緊鄰市中心區，除有聯外交

通便捷之運輸條件外，公園用地及綠地開闢率與密度相較於其他行政區

高，具備成為屏東市新興發展地區之潛力。惟現況為航空特戰指揮部大

武營區使用，未能符合都市發展需要，屏東縣政府為提供屏東市大面積

公園及開放空間，提昇週邊環境生活品質，遂積極協調國防部同意將大

武營區搬遷至屏北軍用機場，以騰出大面積公有土地設置公園綠地以改

善屏東市生活環境品質；又因大武營區搬遷係列入營改基金辦理，軍方

需於本計畫變更案確定後，始能要求國防部動支營改基金於軍用機場內

興建新營舍，並待新營舍興建完成，部隊遷移至新營舍後，大武營區始

能辦理開發並由縣府取得公共設施，屏東縣政府認為有其必要性與急迫

性，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一併進

行細部計畫擬定暨土地整體規劃，強化都市健全發展，並提昇都市生活

機能及土地利用價值。 

 

貳、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屏東市西南側，介於屏東車站及六塊厝車站之間，其

位置如圖一所示。計畫範圍北臨建國路，南以 10 公尺計畫道路及「公

二十一」公園用地為界，西臨大武路，東為崇大新村，計畫區形狀方整，

面積共計 23.65公頃。 

 

參、法令依據 

本細部計畫案係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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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擬定屏東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休閒健康

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合大武營區遷建計畫）」位置示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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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上位計畫 

大武營區在原屏東都市計畫案內係規劃為「機十」機關用地，為配

合大武營區遷建計畫，經依個案變更方式完成主要計畫變更程序，變更

都市計畫案名「變更屏東都市計畫（「機十」機關用地為住宅區、樂齡

產業專用區、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合大武

營區遷建計畫）案」，變更面積計 23.65 公頃。(主要計畫變更內容詳

表一，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內容詳圖二)，以下就主要計畫相關指導內

容摘述如下： 

一、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住宅區 2 處，面積合計 7.90 公頃。樂齡產業專用區 1

處，面積 1.95公頃；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 1處，面積 4.49公頃。 

(二)公共設施計畫 

1.公園用地 
計畫區內共劃設 2 處公園用地，面積合計 8.00 公頃，占

計畫面積 33.83％。「公七十四」公園用地面積為 7.15公頃；

「公七十五」公園用地面積為 0.85公頃 

2.道路用地 
計畫區內共劃設編號 143、144、145計畫道路 3條，寬度

分別為 18M、8M、15M，面積 1.31公頃。 

二、建構完整之綠帶系統 

大武營區東南側「公七十五」與區外「公二十一」兩處公園用

地，未來將藉由市地重劃道路工程施作時予以設計串聯，俾建構完

整之綠帶系統。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指導原則 

為有效控制基地土地使用性質及強度俾作合理利用，誘導地區

有秩序之發展，確保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創造優質居住環境及都市

景觀，配合周邊環境發展現況，特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指導

原則，以作為擬定細部計畫之準據。 

(一)計畫區內各類分區之土地使用強度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分 區 項 目 建蔽率 容積率 備  註 

第三種住宅區 40％ 300％ 建國路南側 

第四種住宅區 50％ 250％ 145-15M 道路南側 

樂齡產業專用區 50％ 300％  

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 3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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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樂齡產業專用區土地及建築物之容許使用項目為：樂齡產業(銀

髮保健、生活、學習、休閒、照護等相關設施)、衛生福利(包

括社會福利、衛生醫療設施) 、觀光文創 (含文化展演、觀光

旅宿設施)、服務支援設施(含一般零售、一般服務業及餐飲設

施)等及其他經屏東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使用

項目。本專用區內作樂齡產業及衛生福利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

得低於總樓地板面積之 70％。 

(三)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土地及建築物之容許使用項目為：運動、

健康促進與休閒相關設施(如跳傘體驗、游泳、健身、各項球類

等健康運動設施等）、服務支援設施(含一般零售、一般服務業

及餐飲設施)等及其他經屏東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

准之使用項目。本專用區內作運動、健康促進與休閒相關設施

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得低於總樓地板面積之 70％。 

(四)為鼓勵保存計畫區內現有植栽保存，於申請建築開發時都市設

計審查權責單位應會同農業單位，就開發區內現有植栽指定應

配合現地保存或移植至他處加以維護保育。指定配合現地保存

者，經屏東縣都市設計委員會同意，得視保存植栽之比例適度

增加法定容積，但增加容積上限不得超過原法定容積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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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變更屏東都市計畫（「機十」機關用地為住宅區、樂齡產業專用

區、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合大武營區

遷建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計畫區西

南側「機

十」機關

用地 

 

「機十」 

機 關 用 地

（23.65） 

 

住宅區（7.90） 
1.為提供屏東市大面積公園及開放空

間，提昇週邊環境生活品質，及推動

大武營區搬遷計畫，遂依都市計畫法

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辦理變更 

2.傳承神龍精神兼顧維護與活化既有

及歷史文化資產，保留現有隊史館展

示神龍小組之史料，保留跳傘訓練設

施再利用，引進運動休閒產業，提供

旅客假日運動休閒及地區觀光服務

發展空間，變更部分機關用地為運動

休閒健康專用區。 

3.設置長期照護設施，提供老人多元化

服務，推動老年社會福利，闢建公共

設施與醫療設備，變更部分機關用地

為樂齡產業專用區。 

4.為配合樹群保存、推動無障礙住宅及

適度增加國防部土地價值，劃設充足

的開放空間，提高生活環境品質，變

更部分機關用地為公園用地。 

5.為滿足軍方遷建費用需要及市地重

劃可行性，變更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

區，並配合毗鄰現有道路系統，劃設

區內計畫道路。 

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

（4.49） 

「運（專）」 

樂 齡 產 業 專 用 區

（1.95） 

「產（專）」 

公園用地（7.15） 

「公七十四」 

公園用地（0.85） 

「公七十五」 

道路用地(1.31) 

附帶條件： 

考量土地利用及計畫

可行性，本計畫應以

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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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變更屏東都市計畫（「機十」機關用地為住宅區、樂齡產

業專用區、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

合大武營區遷建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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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發展現況 

壹、土地使用現況  

一、周邊地區現況 

本計畫區周邊多為新建住宅社區，東北側屬於連棟透天厝，東

側為崇大新村，屬於 13-14樓之群聚式社區大樓，包含住宅、店鋪

及辦公功能共計 24棟大樓配置，如圖三所示。 

在開放空間部分，北側「公二十三」公園用地尚未開闢，南側

「公二十一」公園用地現以資源回收站使用為主，未來擬作為國民

運動休閒中心，加上周邊環以二所國小及一所國中，休閒遊憩機能

可謂相當良好。 

二、計畫區現況 

大武營區現為陸軍航空特戰司令部駐地基地，既有生態資源與

歷史文化資產因鮮少受到人為活動干擾與破壞，保存相當完善，區

內既有植栽資源分布如圖四（及附件三）所示。在生態資源方面，

營區內樹木、草皮等綠色資源分布於計畫區內各處，對於當地空氣

以及溫度的調節助益甚大，因應未來軍方土地釋出，應加以考量必

要之保存措施，以免破壞原本之生態循環；在歷史文化資產方面，

已指定為歷史建物的隊史館於原址保留維護外另為傳承神龍精

神，原跳傘訓練設施等應考量耐用年限及易地保留再利用之可行

性，配合後續土地分區規劃酌予以保留，發揮再利用之價值並融入

周邊地區環境，現況如圖五、圖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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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計畫區周邊現況示意圖 

 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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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圍0-20CM

樹圍60-80CM

樹圍20-40CM

樹圍80CM以上

樹圍40-60CM

  

圖四  擬定屏東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休

閒健康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合大武營區遷建計

畫）」細部計畫植栽位置分布示意圖 

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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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計畫區既有生態資源與歷史文化資產(照片)（一） 

 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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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計畫區既有生態資源與歷史文化資產(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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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交通系統 

與計畫區相關之交通路線及服務設施分布詳圖七，並就大眾運輸、

道路系統及其他服務設施三項分述如下： 

一、大眾運輸 

1.臺鐵 

屏東市轄區內臺鐵停靠車站計有六塊厝車站、屏東車站及

歸來車站三處，其中屏東車站為南迴線主要車站，配合臺鐵捷

運化工程計劃改建為高架車站，舊有平面站體於民國 104 年 8

月 22 日 23:52 開出最後一班車（高雄開往枋寮的 3547 次區間

車）後停用切換，將與原有平面鐵道全數拆除。 

本計畫區東北方為屏東車站、西北方為六塊厝車站，連通

路為建國路、大同路、華盛街、光復路等，至兩處車站之距離

均約為 1.5公里。 
2.公車 

屏東市區內之公共汽車運輸較不便利，原屏東汽車客運提

供屏東車站至凌雲新村(502)公車路線，因經營不力於民國 103

年6月1日起停駛。計畫區周邊較近之公車服務路線為505線(屏

東車站-永大路)行駛路線為屏東車站→博愛路→光復和平→建

國和平(華盛) →華盛永大→復興圖書館→大武建南→永大路→

華盛永大。 

505 線公車每日發車 12 班次，6 個班次僅通行車站至華盛

永大站；另 6 個班則自「華盛永大」再加開繞行復興圖書館→

大武建南→永大路三站。 

二、道路系統 

1.聯外道路 

「省道」係指聯絡二縣（市）以上、直轄市（省）間交通

及重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主要道路。計畫區周邊計有臺 1

號、臺 3號及臺 24號三條省道系統，為計畫區及屏東市連繫其

他鄉鎮市之主要道路。 
(1)臺 1線(和生路二段)： 

「臺 1」又稱縱貫公路、西部幹線，北起台北市行政院，

南至屏東縣枋山鄉楓港（與台 26線交接處），全長共計 460.6

公里。「臺 1」經過路段位於計畫區南側，為東西向路寬 30

公尺道路，往西連繫高雄市鳳山區；往東則連絡麟洛鄉(國

3麟洛交流道)、竹田鄉、潮州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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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 3線(建國路、華盛街、和平路)： 

「臺 3」又稱內山公路，北起台北市行政院，南迄屏東

市台 1線交會處，總長 438.7公里。計畫區北側臨接段為東

西向建國路(18 公尺)，往西至大武路口起往西南方向偏接

「臺 1」道路為全線道路終點；「臺 3」自建國路、華盛街

路口轉為南北向，路名為華盛街及和平路(路寬均為 30 公

尺)，其往北穿越屏東市區後連接九如鄉(國 3 九如交流

道)、里港鄉、高雄市旗山區…等。 

(3)臺 24線(建國路) 

「臺 24」西起屏東市「臺 3」線，終點為屏東縣霧台鄉

阿禮村，全長 48.69公里，為通往屏東縣三地門鄉與霧台鄉

各風景區的主要公路。計畫區北側建國路(路寬 18 公尺)自

華盛街路口起往東即屬「臺 24」省道系統。 

2.次要道路 

提供計畫區連接聯外道路、大眾運輸系統之道路為次要道

路，計畫區周邊計有大武路(15M及 18M)、永大路、建南路、華

盛街、大同路、大興路及大豐路(以上路寬均為 18M)、自由路西

段(27M)；另鐵路以北部分光復路(18M)及民族路(25M)均為連繫

大眾運輸之重要道路。 

3.其他區內次要道路及出入道路 

除上述主、次要道路外，周邊各住宅社區內尚有寬度較小

之道路，提供居民出入通行使用。 

三、其他交通服務：公共自行車(Pbike) 

因屏東民眾過度依賴機車作為交通工具，縣政府遂配合節能

減碳政策，推動公共自行車策略以降低機車使用率，採 BOT模式

委託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規劃建置並於民國 103年開始營運。 

屏東市區計設置 21 處租賃取用據點，其中距本計畫區最近

者為永大路上之「崇大新城站」，該據點提供 16 輛自行車租賃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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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計畫區周邊道路系統示意圖 

 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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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土地權屬 

本細部計畫範圍內包含 61 筆林內段土地，包含縣有土地為 12.95

公頃，約占 54.76％，國有土地（國防部軍備局管理）占 10.62 公頃，

比例約為 44.90％，國有土地（國有財產署管理）占 0.08公頃，比例約

為 0.34％。土地權屬分布如圖八。 

 

 

圖八  擬定屏東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休閒健康

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合大武營區遷建計畫）」細部計

畫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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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定位及規劃目標 

壹、潛力與限制 

一、發展潛力 

（一）本區為屏東市內新興發展社區，生活機能完善，公共設施開闢

率較其他地區高。 

（二）鄰近勞工育樂中心、中正棒球場、國民運動休閒中心等多處公

共開放空間。 

（三）本計畫區地勢平坦且形狀方整，利於開發。 

（四）本計畫區具備豐富之水與綠資源。 

（五）土地權屬單純，計畫可行性高。 

二、發展限制 

（一）大眾運輸系統不健全，阻礙生態城市發展。 

（二）須考量開發財務平衡，方能順利進行後續遷建。 

（三）住宅供給需求不高，市場趨於飽和。 

（四）公園維護管理費用過高。 

貳、發展定位及目標 

本計畫(大武營區)位處臺鐵屏東車站及六塊厝車站南側居中位

置，其周邊地區屬新興發展社區，生活機能相當完善。除有聯外交通便

捷之運輸條件外，在公園綠地之開闢率及密度均較其他行政區高，加上

計畫區鄰近勞工育樂中心、中正棒球場、國民運動休閒中心等多處公共

開放空間，未來配合推動中的各項重大建設計畫 (如臺鐵高雄—屏東潮

州捷運化建設計畫促進土地有效利用並縫合南北空間發展、萬年溪都會

型河川復育與整治計畫淨化水質並整體規劃水岸景觀、推動臺糖土地再

開發) 進行開發，將有助於活絡南區發展。故本案開發基地實有潛力躍

升為屏東市「高品質休閒意象生活圈」，以實現「豐富人文景觀，生活

好休閒」的目標。 

在環境保育與永續發展的前提下，促進國土的合理利用，提高人民

的生活品質，並兼顧生產環境的需要。在總目標之下，可再分為三項目

標： 

目標一：維護生態環境—確保自然資源的永續發展 

策略一：大武營區富有多樣化的生態資源，如植栽、草地、明湖

等，將既有生態棲地保留與相互連結，有助於生態簇群

形成並確保自然資源的永續發展。 

策略二：生態資源與自然地景為人文環境賴以生存之基盤，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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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地方感最重要之特色。結合大武營區既有生態資源

與自然地景進行整體規劃，使人文環境與自然環境得以

相互融合。 

目標二：改善生活環境—規劃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策略一：在創造開放空間最大化、連續化、可及化的原則下，大

武營區朝向低密度開發使用，並透過訂定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審議規範之方式，營造優質共享的

生活環境。 

策略二：以兼顧維護及活化歷史文化資產的角度，進行既有文化

資產（隊史館與跳傘區）之規劃設計，並有效運用高品

質公共投資，加速整體環境品質與價值的提昇，促使文

化資產的保育與地區的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策略三：以大武營區現有紋理進行土地使用與道路系統配置，並

規劃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提供民眾日常休憩使用，以

符合屏東市朝向「健康城市」發展之理念。 

 

參、規劃原則及構想 

大武營區現為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基地，具備扼居屏東市重要門戶

位置及鄰近市中心區等良好的區位條件，加上本計畫區形狀方整利於使

用，為因應都市發展需要，未來將配合市場趨勢及地方需求進行土地整

體規劃。此外，區內既有生態資源與歷史文化資產因鮮少受到人類活動

干擾與破壞，保存相當完善，在促進土地有效開發利用的同時，亦將這

些豐富的生態資源與歷史文化資產予以保留，發揮再利用之價值並融入

周邊地區環境。 

一、規劃原則 

就整體環境而言，主要強調以「水與綠資源的串聯、大型開放

空間的營造、營區重要紋理的保留」為規劃原則，其中水與綠資源

的串聯係指未來大武營區的土地使用配置，將結合萬年溪兩側水岸

空間及其附近公園綠地系統進行整體規劃；大型開放空間的營造係

指未來大武營區將採低密度開發方式為主，並提供民眾一個高品質

休閒遊憩之活動空間；營區重要紋理的保留係指未來大武營區的土

地使用配置，將建立於既有紋理的空間界面上，除保留營區特有的

歷史記憶外，亦能減少道路興闢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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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構想 

綜合考量本計畫區潛力與限制條件、未來市場趨勢及地方發展

需求等面向，提出本計畫區朝向「生態社區」之規劃構想，說明如

下：（如圖九所示） 
(一)生態生活社區 

本區以生態社區規劃為主，強調人文環境發展應能融入景觀

生態系統，並藉由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及自然資源、能源使用與

垃圾處理之妥善經營管理，建立自治、自律、自足的永續社區。

而休閒意象住宅區之營造，除以綠核心、綠建築、綠色交通、生

物多樣性、風的流通性、視覺通透性及 3R（reuse , reduce , 

recycle）等七項原則進行低密度開發外，同時可活用營區內既

有的自然景觀與活動設施，將其綠美化並結合人行步道及自行車

道之規劃，提供民眾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 

(二)入口意象公園 

配合既有植栽的分布及創造屏東市入口意象，將公園用地集

中劃設於臨大武路與建國路口，並配合東北—西南向所形成的風

廊，營造舒適之生活環境及絕佳之開放空間。 

(三)神龍故事體驗區 

本區主要係將隊史館及跳傘訓練設施發揮再利用之價值，其

中隊史館將作為展覽空特傘兵相關文物與大武營區歷史沿革之

神龍故事館，而未來跳傘訓練設施則可開放作為民眾休閒運動使

用之神龍體驗區，並結合周邊環境進行景觀綠美化，吸引遊客到

訪，俾利於運動休閒產業之發展，部分土地並可配合提供一般零

售、服務及餐飲機能，提供遊客假日運動休閒及地區觀光服務發

展空間。 

(四)樂齡生活專用區 

屏東縣為全國最早成立長期照護服務行政機關的縣市之

一，近年來積極投入各項長照工作，提供老人多元化服務，在老

年人口快速增加的趨勢下，對於老年社會福利與公共設施與醫療

設備，予以落實及注意，參考屏東縣之長期照護需求及案例後，

本區未來部分土地將以發展樂齡產業(銀髮保健、生活、學習、

休閒、照護等相關設施)、衛生福利(包括社會福利、衛生醫療設

施)為主，並結合觀光文創(含文化展演、觀光旅宿設施)、服務

支援設施(含一般零售、一般服務業及餐飲設施)等設施。 

三、計畫區現有設施保存、遷建計畫 

本計畫區內「隊史館」建物經指定為歷史建物，將原址保留維

護；原「烘傘房及曬傘塔」區域係規劃為「樂齡產業專用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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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物部分將轉供樂齡產業、衛生福利或觀光文創相關使用，曬傘

設施則另評估原地保留或拆遷再利用；至於南側「生態生活社區」

範圍內既有之「跳傘塔」設施，因其使用（體驗）具危險性，將由

軍方或「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招商營運之廠商依設施耐用年限及

遷建設置之安全性評估後辦理，以傳承神龍精神並發揮再利用之價

值。 

 

 

 

 

 

 

 

 

 

 

 

 

圖九  計畫區土地使用計畫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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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質計畫 

壹、計畫目標年 

本計畫區位處屏東都市計畫範圍之內，相關規定應具一致性，故參

酌「變更屏東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屬第一次通盤

檢討暨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內部分公共設施用地變更

以附帶條件通過者）案」將計畫目標年訂為民國 108年。 

貳、計畫人口及居住密度 

一、容納人口 

本計畫區住宅區未來提供居住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約為 207,750

㎡(住三：2.05公頃、容積率 300%； 住四：5.85公頃、容積率 250%)，

另依民國 100 年「住宅資訊統計年報」(內政部營建署委託；財團

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規劃)資料：100年屏東縣平均每戶

建坪 50.3 坪(166.5 ㎡)、平均每戶人數 3.01 人、平均每人居住面

積 16.71坪(55.3㎡)。本計畫區位於屏東市區，且未來將開發高品

質生態社區，故每人居住面積設定為 60 ㎡，則推估本案計畫人口

約為 3,462人。 

二、居住密度 

(一)「變更屏東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屬第一次通

盤檢討暨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內部分公共設施

用地變更以附帶條件通過者)案」訂定之居住密度(260 人/公

頃)，即屏東都市計畫區平均居住密庶為 260人/公頃。 

(二)本案細部計畫區總面積 23.65公頃，劃設住宅區面積 7.90公頃，

依推估未來人容納人口數 3,462人推算，本計畫區居住密度約為

438人/公頃。 

參、土地使用計畫 

依循前章所述規劃原則及構想，土地使用計畫說明如下：（如圖十

及表二） 

一、住宅區 

計畫區內劃設住宅區面積合計 7.90 公頃，占計畫面積 33.40

％，配置於本計畫區之東北側及南側。且為配合其周邊住宅區之發

展型態，分別再劃分為「第三種住宅區」及「第四種住宅區」，透

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準則，鼓勵本區以生態城市—

綠建築之概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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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樂齡產業專用區 

樂齡產業專用區規劃面積 1.95 公頃，占計畫面積 8.25％。供

開發作為樂齡產業、社會福利、衛生醫療設施、觀光文創、服務支

援設施及其他經屏東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使用。本

專用區內作樂齡產業及衛生福利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得低於總樓

地板面積之 70％。 

三、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 

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規劃面積 4.49 公頃，占計畫面積 18.98

％。供開發作為運動、健康促進與休閒相關設施、服務支援設施及

其他經屏東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使用。本專用區內

作運動、健康促進與休閒相關設施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得低於總樓

地板面積之 70％。 

肆、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區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比例為 39.37％，已超過「屏東縣

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五七六次會議決議訂

定之變更案件捐贈原則」所定住宅區 30％、其他專用區（文教區：私立

學校用地除外）25％之回饋措施標準。 

一、公園用地 

計畫區內共劃設 2 處公園用地，面積合計 8.00 公頃，占計畫

面積 33.83％。 

「公七十四」公園用地(7.15公頃)位於大武路及建國路一側，

可創造良好入口意象的全市性公園，該公園用地東南側之隊史館，

未來將依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辦理，

作為展覽空特傘兵相關文物與大武營區歷史沿革之神龍故事館；

「公七十五」公園用地面積為 0.85 公頃，配置於本計畫區東側，

係為保存既有植栽而劃設。 

二、道路用地 

為求道路系統之連貫性及完整性，配合毗鄰現有道路系統狀

況，劃設區內計畫道路，面積為 1.31公頃，占計畫面積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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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擬定屏東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休

閒健康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合大武營區遷建計

畫）」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示意圖 

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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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擬定屏東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休閒健康

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合大武營區遷建計畫）」土地

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面積分配表 

分   區   項   目 編    號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

用分區 

第 三 種 住 宅 區 住三 2.05 8.67 

第 四 種 住 宅 區 住四 5.85 24.73 

樂 齡 產 業 專 用 區 產(專) 1.95 8.25 

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 運(專) 4.49 18.98 

小       計 14.34 60.63 

公共設

施用地 

公園用地 
公七十四 7.15 30.23 

公七十五 0.85 3.60 

道路用地  1.31 5.54 

小計 9.31 39.37 

總計 23.65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伍、道路系統計畫 

計畫區週邊臨接台三線(建國路-18M)及大武路(15M)，規劃新增計

畫道路 3 條，道路編號 143-18M、144-8M、145-15M(表三) ，各道路皆

配合與周邊計畫道路及既成道路連接，以建構完整之道路交通系統。道

路規劃說明如下：  

一、143-18M：利用現有出入大武營區之營區道路劃設為區內主要道路道

路，北端與台三線連接並與北側大同路(18M)順接規劃。 

二、144-8M：建國路南側華盛社區內華盛一街係社區私設道路，目前僅

通行至營區東界，未來營區開放後亦得提供社區居民使用，故規劃

道路銜接。 

三、145-15M：「公 21」北側東西向 8M 計畫道路業經開闢(華盛 16 街)

使用，故規劃道路銜接。 

各道路路口依「屏東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按道路交叉口退

讓標準為直線等腰截角，以作為車輛駕駛之安全視界。 

 

表三  擬定屏東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休閒健康

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合大武營區遷建計畫）」計畫道

路編號表 

編號 起     訖     點 寬度（M） 長度（M） 備    註 

143 自建國路往南至區內南側住宅區 18 424 主要進出道路 

144 自區內 143-18M往東至華盛社區 8 139 次要出入道路 

145 自大武路往東至「公 21」公園用地 15 401 主要進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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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有效控制本計畫區土地使用性質及強度俾作合理利用，誘導地區

有秩序之發展，確保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創造優質居住環境及都市景

觀，特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附錄一。 

 

柒、都市設計準則 

為使計畫區內建築物及公共設施等相關硬體設施能符合本計畫區

之特質，創造有秩序、高品質的居住環境，參酌計畫原則及構想，依「都

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八條規定事項，擬具都市設計準則供

作都市設計審查之參據，相關審查作業程序則依據「屏東縣都市設計審

議作業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如附錄二。 

 

捌、都市防災計畫 

為健全災害防救法令及體系、強化災害預防及相關措施，有效執行

災害搶救及善後處理，提昇全民之災害應變能力，減輕災害損失，本計

畫針對救災系統、防災建設及防災管制作以下規劃。 

一、救災系統 

（一）避難及救災動線 

避難、救災動線是指連接災害地區、避難空間、救災中心、

醫療中心之交通動線，兩者包含人行及車行動線，為避免災害發

生時，兩者產生衝突干擾情形，故需將兩者予以適當區隔。因此

將計畫區內計畫道路規劃為災害發生時的救災動線；而災害發生

時道路兩側建築法定退縮的公共開放空間則供作人行的避難動

線（如圖十一所示）。 

（二）避難空間 

依全市主要計畫所指定之避難空間劃分，直接避難空間為計

畫區內之「公七十四」及「公七十五」公園用地，附近地區以此

為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救災中心，於災害發生應發揮指揮分派、初

步醫療等善後工作之統籌功能。 

二、防災建設 

（一）計畫區內公園用地之防災設計，應考量避難、疏散等防災需求，

留設足夠開放空間及充足夜間照明設備，並應備儲水、發電機、

無線電通訊等設備點，以備臨時成立避難空間及救災中心之所

需。 

（二）運用計畫區內道路用地及公園用地等開放空間作為防止延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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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斷地帶（如圖十二所示），且於建物間留設適當空間並種植

耐火性植物，以防止災害之蔓延。 

（三）應於計畫區內道路用地範圍視建物配置情形設置足夠消防栓。 

三、防災管制 

（一）建物及各開放空間應以標示方式指引民眾有避難場所及方向之

概念，以提升民眾災害應變能力。 

（二）計畫區內人行道及建物開放空間之鋪面，應使用透水性良好之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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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擬定屏東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

休閒健康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合大武營區遷

建計畫）」防災避難空間及路線示意圖 

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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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擬定屏東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

休閒健康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合大武營區遷

建計畫）」火災延燒防止帶示意圖 

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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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開發方式 

依照本案主要計畫規定，本案計畫範圍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均

應採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 

二、財務計畫 

依據本案土地使用計畫規劃內容，計畫區透過市地重劃辦理開

發，所需經費總數預估達 56,938.28萬元（詳表四），包含全區整

地工程、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施作、土地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用以

及重劃作業費用等項目。其中，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 9.31

公頃，興建經費預估約為 42,839.27萬元（詳表五）。全案開發經

費則由辦理市地重劃後之抵費地出售支應。 

三、開發時程 

配合國防部遷建計畫，於大武營區搬遷完成後 3年完成重劃開

發事宜。 
 

表四  擬定屏東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休閒健康

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合大武營區遷建計畫）」辦理市

地重劃作業費用預估表 

項目 單價（萬元） 單位 數量 複價（萬元） 

重劃作業費 150.00 ha 23.65 3,547.50 

市

地

重

劃

工

程

費

用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19,250.00 式 1.00 19,250.00 

整地工程費 45.00 ha 23.65 1,064.25 

公用

設備 

污水下水道 150.00 ha 23.65 3,547.50 

雨水下水道 2.50 m 964.00 2,410.00 

電力工程 50.00 ha 23.65 1,182.50 

電信工程 20.00 ha 23.65 473.00 

自來水工程 40.00 ha 23.65 946.00 

小計    8,559.00 

公共

設施 

道路 0.20 ㎡ 13,045.70 2,609.14 

公園 0.15 ㎡ 80,014.50 12,002.18 

小計    14,611.32 

雜項工程及其他費用 200.00 ha 23.65 4,730.00 

合計    51,762.07 

貸款利息    5,176.21 

總    計    56,9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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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擬定屏東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休閒健康

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配合大武營區遷建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項 目 公園用地 道路用地 合計 

面    積  （ 公 頃 ） 8.00 1.31 9.31 

土地取得

方 式 

撥 用    

市 地 重 劃 ○ ○  

區 段 徵 收    

開發經費 

（萬元） 

地 上 物 拆 遷 補 償 費 19,250.00 19,250.00 

整 地 費 360.00 58.95 418.95 

公 共 設 施 工 程 費 12,002.18 2,609.14 14,611.32 

公 用 設 備 工 程 費 8,559.00 8,559.00 

合 計 42,839.27 42,839.27 

主 辦 單 位 屏東縣政府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配合大武營區搬遷計畫，預定於民國 108 年完

成市地重劃開發 

經 費 來 源 由出售市地重劃之抵費地支應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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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一條 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及「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

則」第 35條訂定之。 

第二條 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除主要計畫另有規定外，應依

本要點規定辦理。 

第三條 計畫區內各類分區之土地使用強度不得超過下表規定： 

分區項目 建蔽率 容積率 

第三種住宅區 40％ 300％ 

第四種住宅區 50％ 250％ 

樂齡產業專用區 50％ 300％ 

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 30％ 120％ 

第四條 樂齡產業專用區土地及建築物之容許使用項目為：樂齡產業(銀

髮保健、生活、學習、休閒、照護等相關設施)、衛生福利(包

括社會福利、衛生醫療設施) 、觀光文創 (含文化展演、觀光

旅宿設施)、服務支援設施(含一般零售、一般服務業及餐飲設

施)等及其他經屏東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使用

項目。本專用區內作樂齡產業及衛生福利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

得低於總樓地板面積之 70％。 

第五條 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土地及建築物之容許使用項目為：運動、

健康促進與休閒相關設施(如跳傘體驗、游泳、健身、各項球類

等健康運動設施等）、服務支援設施(含一般零售、一般服務業

及餐飲設施)等及其他經屏東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

准之使用項目。本專用區內作運動、健康促進與休閒相關設施

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得低於總樓地板面積之 70％。 

第六條 各分區或用地申請建築開發時，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

面，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一退縮）。退縮部分應植栽綠化

並得計入法定空地，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3公尺。 

第七條 本計畫區內各分區之停車空間設置基準規定如下： 

一、 本計畫區內各使用分區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但基地情形

特殊，經提屏東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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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250平方公尺以下 設置 1部 
超過 250至 400平方公尺 設置 2部 
超過 400至 550平方公尺 設置 3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以上者，依每增加 150
平方公尺及其零數部分應增設 1部。 

 

二、 前項停車空間設置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公尺。 

第八條 本計畫區內有關樹群保存規定如下： 

為鼓勵保存計畫區內現有植栽保存，於申請建築開發時都市設

計審查權責單位應會同農業單位，就開發區內現有植栽指定應

配合現地保存或移植至他處加以維護保育。指定配合現地保存

者，經屏東縣都市設計委員會同意，得視保存植栽之比例適度

增加法定容積，但增加容積上限不得超過原法定容積之 10％。 

第九條 於本計畫區內申請開發建築時，應依本計畫所訂定之都市設計

事項規定辦理。 

第十條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以

美化環境。 

第十一條 本要點無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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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都市設計事項 

第一條 辦理依據 

一、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8條規定訂定。 

二、都市設計審議範圍內建築基地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

除應符合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法令規定外，尚須依本準則規

定辦理。 

三、本準則未規定審議之項目，另依「屏東縣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設置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條 送審權責單位 

一、授權本府建築管理單位查核者： 

基地面積 3,000㎡以下者。 

二、提送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者： 

基地面積超過 3,000㎡者。 

第三條 人行空間設計原則 

一、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及公園用地臨計畫

道路側應留設不少於 5公尺之人行空間。 

二、15公尺(含)以上道路臨住宅區側應留設不少於 2.5公尺之

人行空間。 

第四條 斜屋頂設計原則 

本計畫區內建築應採斜屋頂設計相關規定如下： 

一、建築物高度超過 14公尺以上者，得免設置斜屋頂。 

二、建築物於屋頂層附設之各種空調、視訊、機械、水塔等設

施物，應自女兒牆或簷口退縮設置，且應配合建築物造型

予以景觀美化處理，不得外露。 

三、斜面坡度底高比為 2：1～4：1，單一斜面底部深不大於 6

公尺。 

四、屋面排水應以適當之設施導引至地面排水系統。 

五、總投影面積為建築面積之四分之三以上。但依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應設屋頂避難平台致有不足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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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圍牆設計原則 

一、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均不得設置實體性圍

牆。 

二、住宅區開發基地面積 3,000平方公尺(含)以上設置圍牆者，

其圍牆高度不得高於 2公尺。 

第六條 建築物附屬設施設計原則 

一、建築物附屬機電、通信、視訊、給水、空調、垃圾儲存等

設施，應配合建築物整體設計，設置適當之遮蔽美化，並

不得妨礙緊急逃生路線及設施。 

二、地面層廢汽排出口、通風口應予以美化，且不得直接面對

開放空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 

第七條 建築省能設計原則 

為追求人類生活環境之永續發展，本計畫區開發基地面積

3,000平方公尺(含)以上建築物應符合「綠建築評量等級」之黃

金級設計。 

第八條 樹群保育原則 

須穿越樹群保育範圍之必要通道，原則以棧道方式為優先

考量，其施工過程涉及移除樹木者，應妥善將其移植至他處加

以維護保育。 

第九條 附則 

設計事項若執行有疑義或申請案有益於都市景觀、建築藝

術或具環境公益者，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之審議同意，得不

適用本都市設計事項全部或一部份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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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計畫範圍內植栽位置分布圖 

數位圖檔(光碟) 

 

 

 

 

 
 

 

 

 

 

 

 

 

 

 

 

 

 

 

 

 




